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道路桥梁工程的桥面铺装病害与控制分析
范海连 熊伟国
河南锦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2.3650
[摘 要] 道路桥梁工程桥面铺装是指在桥梁面板上进行防护层铺筑的施工过程,能够有效的避免车辆
轮胎和桥面板的直接接触,从而分散行驶车辆作用于桥面的重量,提高桥梁的使用寿命。但是目前桥面铺
装病害对于防护层的作用发挥具有不利的影响,应该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针对桥面铺装病害及控制措
施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引起有关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本文就此进行分析,以期给相关工作者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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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idge deck pave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refers 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otective
layer paving on the bridge deck,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direct contact between vehicle tires and bridge
deck, so as to disperse the weight of driving vehicles acting on the bridge deck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bridge. However, the disease of bridge deck pavement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ve
layer, which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disease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bridge deck pavement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mus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ers. This paper
analyzes i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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